
东寨港湿地生态修复项目已完工

完成退塘种植红树林2550亩

红树林修复2700亩

东寨港生态修复和资源保护项目

新造红树林720亩

灾后修复造林2083亩

计划于12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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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2月 6日讯 （记者肖开
刚 通讯员潘彤彤）“目前大坡互通、琼中
互通、大丰互通、定安互通的改造项目已
纳入了我省的‘十四五’交通规划，狮子
岭互通也落实了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
会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尽快启动建
设，让人民群众出行更加安全顺畅。”12
月 6日，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就社
会关切的高速公路隐患互通改造问题做
出回应，表示目前前期工作推进最快的
大坡互通、琼中互通改造项目有望在明
年开工建设。

根据群众反映，本报“海报监督”栏
目在12月6日采写刊发《隐患互通盼变
通》稿件，报道了G98环岛高速大坡互
通、大丰互通、狮子岭互通、定安互通，
G9811中线高速琼中互通，G9812海文

高速潭牛互通、大致坡互通等互通存交
通安全隐患、易拥堵的问题。对此，省
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巴特尔表
示，交通运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省
交通运输厅将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
一，拿出解决方案推动相关问题尽快得
到解决，并举一反三，全面推进“平安交
通”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交通运输安
全的更高需求。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首先将联合公安交警部
门，对我省高速公路的互通立交进行全
面排查，针对存在的隐患，先通过增设
标识标牌、减速带等安全措施，尽量减
少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其次对已经列入“十四五”交通规划里

的高速公路互通改造项目，他们将加快
项目前期工作的推进进度，尽快启动项
目建设，从根本上解决现有互通存在的
交通安全隐患和易拥堵问题；再者对潭
牛互通、大致坡互通等暂未纳入规划改
造范围的互通，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交
通流量监测，并联合交警部门加强日常
管理，未来再根据实际交通流量确定改
造方案。

“纳入规划里的互通改造项目资金会
有保障，能否及时动工，关键是看用地，如
果用地无法保障，那项目就很难落地建
设。”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加强与沿线市县政府和相关部门的
沟通协作，争取将互通项目提前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做好用地等要素保障工作，助
推项目顺利落地。

省交通运输厅积极推动解决高速公路部分互通安全隐患问题

大坡互通琼中互通改造有望明年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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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陈
蔚林）12月6日，海南省教育厅主办
的2021年海南“双减”百日环岛行活
动于海口正式启动。

今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以来，海南明确目标任
务、综合施策发力，聚焦发挥学校教
育主阵地作用，努力做到教师应教尽
教、学生学足学好，迅速推进“双减”
各项工作稳步有序开展，为打造海南

学生“特色印记”，推动阳光快乐教育
起到积极作用。

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的最新通报，国家重点监测的六
项“双减”指标中，海南五项指标——
建立作业公示制度义务教育学校比
例、作业时间控制达标学校比例、提
供课后服务义务教育学校比例、课后
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比例、线上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暂停、转型或注销比例
等均居于全国前列，线下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暂停、转型或注销比例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当前“双减”政策落地已逾百
日，海南省教育厅组织多家中央和

省内主流媒体走进海口、三亚、儋州
等市县，开展2021年海南“双减”百
日环岛行活动，充分展示海南“双
减”工作成效，进一步营造支持“双
减”浓厚氛围，推动海南基础教育实
现高质量发展。

受邀参加本次活动的媒体包括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
电视台、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新海南客户端、今日头条等，将采
用文字、图片、视频、新媒体产品等多
种方式，对相关市县及学校在“六项
管理”、高效课堂、作业设计、课后服
务、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升级等“双减”

工作情况进行全景式、多层次、宽领
域的报道。

光明日报记者王晓樱表示，本
次活动为省内外媒体提供了很好的
机会，让记者能够走进多个市县、多
所学校，对海南“双减”政策落地情
况有更全面生动的了解和报道。中
国教育报记者刘晓惠则表示，通过
活动启动当天对几所学校的采访，
她看到了海南落实“双减”政策、推
进阳光快乐教育、打造海南学生“特
色印记”的决心。

本次活动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运
营中心、海南日报教育融媒工作室承
办。

2021年海南“双减”百日环岛行活动启动
多家中央及省内主流媒体关注海南“双减”工作成效

“双减”在行动

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
本月10日在海口开幕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苏庆明）“产业的
力量”2021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将于12月10日
至13日在海口举行。12月6日举行的大会新闻
发布会发布了上述信息。

据介绍，大会由中国酒业协会、中国酒类流通
协会、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主办，云酒传
媒、智海王潮传播集团联合主办，邀请了国内外、
酒业内外的重量级嘉宾、头部企业、投融资机构以
及创新企业参加。

据悉，参加大会的酒企除发起单位华润雪花、
江小白外，还有茅台、保乐力加、剑南春等头部名
酒、上市公司及区域龙头企业，复星等参会主流资
本和券商也将达上百家。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大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12月12日下午，由大会组委会和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2021海南自贸港酒业发展
论坛将在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举行。

海南税务征纳互动平台上线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曲易伸）为有效满足纳税人缴费人需求，增强纳税
人缴费人满意度、获得感，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海
南省税务局基于微信打造了功能统一、互动高效
的征纳互动智能服务平台。这是全省各级税务机
关与纳税人缴费人涉税交流沟通的统一渠道。

平台可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税收政策及时送
达、涉税事项精准推送、实名办税大厅预约、24小
时智能咨询、税务学堂企业互动等多种应用服务。

其中，涉税通知快速直达包含申报提醒、缴款
提醒、文书送达提醒等涉税信息第一时间直达纳
税人。新媒体、通知公告、税务新闻等资讯及时知
晓。可以实现大厅预约无须等待。

平台实现全天候的智能咨询服务，纳税人通
过平台可随时随地以文字、语音的方式在线进行
涉税问题咨询，“智能咨询机器人”可以24小时全
天候为纳税人提供涉税咨询解答服务。

此外，纳税人可以通过征纳互动智能服务平
台，在微信移动端进行实名采集及验证，功能模块的
集成，助力纳税人通过统一的渠道实现办税实名化。

海南发布《干制牛大力》
《海南黄花梨叶》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

本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
近日，海南发布了《干制牛大力》《海
南黄花梨叶》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干制牛大力》《海南黄花梨叶》
地方标准明确规定了干制牛大力、海
南黄花梨叶的定义和原料等基本要
求，形态、色泽、气味、杂质等感官要
求，水分等有效成分含量，有效保障
了产品质量；明确污染物和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有效保障了食用安全；明
确规定了每日最大食用量，婴幼儿、
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不宜食用，有效
降低了食用风险；明确规定了各项指
标检测方法，为确保产品质量提供了
技术遵循。

“缤纷大篷车，奇趣欢乐颂”
巡演结束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梦
馨 通讯员李艺娜）即将开幕的2021年（第二十二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已提前开启别样欢乐。
12月5日，作为倒计时活动之一的“缤纷大篷车 奇
趣欢乐颂”巡演活动在昌江棋子湾为环岛巡演圆满
画上句号。据悉，12月1日至5日，大篷车分别在海
口、三亚、万宁、五指山和昌江等5市县进行巡演，提
前为今年欢乐节预热。

此次巡演活动路线涵盖海南东、中、西线，分
别在五指山三月三广场、三亚海棠湾国际免税城、
万宁日月湾旅游风景区、海口观澜湖新城鸽子广
场、昌江万国棋子湾海滩大酒店等地推出。在五
指山三月三广场首场巡演活动中，大篷车向市民
游客派发了欢乐节相关宣传手册及海报、欢乐节
定制款欢乐雪糕、微笑口罩和椰椰摇新茶饮等，让
大家提前分享今年欢乐节欢乐。在亚龙湾、三亚
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三亚亚特兰蒂斯、三亚国际
免税城等热门打卡点，大篷车还向市民游客派发
欢乐雪糕、微笑口罩等，受到游客好评。海口观澜
湖新城鸽子广场站的巡演活动则开展经典流行歌
曲、乐队原创歌曲、精彩互动游戏、电影播放等环
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围观和参与。

关注2021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日前，海南东
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与资
源保护项目（以下简称东寨港生态修复
与资源保护项目）完成全部红树栽种，
共计720亩。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获悉的。

红树林多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
潮间带，和珊瑚礁、盐沼、海草床等并列
为重要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红树林
枝繁叶茂，根系发达，可有效防止海浪
对海岸和海堤的侵蚀，因此被称为“海
岸卫士”。

2020年以来，海口大力开展湿地保

护与修复工作，依托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湿地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以下简
称东寨港湿地生态修复项目）和东寨港生
态修复和资源保护项目开展红树林生态
保护修复工作。其中，东寨港湿地生态修
复项目已完工，完成退塘种植红树林
2550亩，红树林修复2700亩。东寨港生
态修复和资源保护项目主要包括在海南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新造红树林
720亩，灾后修复造林2083亩，计划于12
月完工。

随着红树林保护与生态修复工作
的开展，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东寨港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种类和

数量不断增多，记录的鸟类从原来的
180多种增至现在的 218种，不仅黑脸
琵鹭重回东寨港越冬，近日，“万鸟起舞
东寨港”的画面也成为网络热点。海南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
工程师冯尔辉介绍，每天傍晚时分，海
水开始涨潮，白鹭就会成群从海边飞回
红树林过夜。

海口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2 年至 2025 年间，海口还将在东寨
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滩涂新造红树
林183亩，修复现有红树林约4817亩，
在三江湾继续实施新造红树林 1230
亩。

东寨港生态修复与资源保护项目完成全部720亩红树栽种

筑牢海岸绿色生态屏障

人才公寓建设
加快推进

12月 3日，航拍海口复兴
城国际数字港项目。目前，该
项目的国际人才公寓和地块
五互联网全球企业发展中心
已封顶。

该项目位于海口西海岸南
片区，规划面积256.8亩，计划
总投资100亿元，同步于海南
自贸港建设需求，重点打造成
为国际数字经济总部集聚区和
国际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第四届海南省曲艺大赛
获奖名单公布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昂颖）12月5日
晚，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选拔赛暨第四届海
南省曲艺大赛颁奖晚会在海口举行。据悉，曲艺
类《手机新时代》、小品（小戏）类《小岛梦想》、诵读
故事类《追寻信仰的旗帜》等6件优秀作品荣获表
演一等奖。

颁奖晚会上，群口相声《手机新时代》、对口快
板《我的妹妹》、快板书《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人偶
小品《小岛梦想》、朗诵《追寻信仰的旗帜》等节目依
次亮相。获奖选手精彩演绎的优秀曲艺节目，主题
突出，立意新颖，充分展示了海南曲艺发展成果。

本届大赛共征集作品93件，其中47件优秀
作品入围决赛，涵盖快板、相声、评书、方言小品、
人偶小品等多个类别。曲艺界专家根据参赛选手
的声、台、形、表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最终评选出
表演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创作一二三等奖。

本届赛事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文厅指导，省文
联主办，省曲协、省群艺馆承办，临高县委宣传部
协办，旨在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为全省曲
艺事业注入“新鲜血液”，为广大群众提供高质量
的文化食粮，促进海南曲艺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12月6日海南日报《隐患互通盼变通》稿件版面。


